
核心阅读

1930年10月24日，
那是一个秋风萧瑟的早
晨，天刚蒙蒙亮，淡淡的
晨雾中，乡亲们推着两辆
独轮“土车”走在板仓的
小路上。杨开慧抱着毛
岸英坐在前一辆车上，孙
嫂坐在后一辆车上。在
两辆土车周围，几十个手
拿武器的敌人紧紧围着。

孙嫂是杨开慧家的
保姆，来她家 4年了。跟
雇主一起赴难，她是挺身
而出的。见敌人将出来
阻挡的孙嫂五花大绑，杨
开慧大声呵斥：“她是保
姆，是帮我做家事的，抓
她干什么？”敌人的回答是：这个保姆不一般，必须带走。

孙嫂却临危不惧，还开导杨开慧：“我去吧，能给你娘俩
个照应。”就这样，一个乡下女人，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
义，更不知道毛泽东以后会成为新中国的最高领袖，却义无
反顾地跟雇主赴汤蹈火，让毛泽东这个人民领袖、让中国历
史记住了这个铮铮铁骨的湘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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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毛泽东离家发
动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一去就是 3年，杨开
慧留在长沙板仓坚持地下斗
争。孙嫂这些年没有回过一
次老家，也没有往家里写过一
封信。为了做事方便，为了省
下梳头的时间，她把头发都剪
掉了。

原先，她在杨开慧家当保
姆是有工资的，每月5元。毛
泽东上井冈山后无钱寄回家，
杨开慧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孙嫂就主动提出不拿工资，还
把以前积存的工资全拿出来
贴补家用。有位邻居对杨开
慧说：“你家请了这样好的保
姆，真难得。”但孙嫂却对那位
邻居说：“莫这样讲，遇上这样
的雇主，是我的福气。”

1930年 10月 24日 清
晨，国民党反动派包围了杨
开慧的家，杨开慧、孙嫂、毛
岸英一同被捕，敌人先是将
他们关在长沙警备司令部，
后来又将他们关进长沙陆军
监狱署。无论是在长沙警备
司 令 部 ，还 是 在 陆 军 监 狱
署，杨开慧、孙嫂每天都遭
受着非人的折磨。

天天提审，常常受刑，杨
开慧和孙嫂被敌人折磨得死
去活来，但是，她们始终没有
屈服。敌人从她们口中得不
到丝毫有关毛泽东的实情，就
逼杨开慧和毛泽东脱离夫妻
关系。但杨开慧坚定不移地
回答：“要打就打，要杀就杀。

要我和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
太阳从西边出来！”

从杨开慧被关进大牢到
她英勇就义，虽然只有短短
20天。但正是这短短的 20
天，在炼狱般的大牢中，杨开
慧完成了她心灵的最后一次
涅槃。可惜她美妙的心音再
也无法变成心灵的文字，再也
无法放进那个墙洞。否则，墙
洞中的那些手稿，将会出现最
美丽的崭新篇章！

也许正因为如此，藏在墙
洞中的那些手稿，杨开慧最后
都没有告诉任何人。她是有
机会告诉他人的，比如告诉同
处一狱的保姆孙嫂、儿子毛岸
英。但是，大牢中的杨开慧已
经不是手稿上的杨开慧——

手稿上的心音不过是秋
虫般的呢喃，大牢中的杨开慧
却亮丽于信仰的高山；

手稿上的杨开慧还没有
亲身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而
大牢中的杨开慧才是毛泽东
能够引以自豪的当之无愧的
爱人！

也许，大牢中的杨开慧正
因为清楚地看清了手稿上的
自己和大牢中的自己，已经是
完全不同的两个自己。所以，
杨开慧才决定，让那段寂寞的
文字寂寞在墙洞中，永不示
人。

1930年11月14日，荷枪
实弹的军警到牢房提押杨开
慧，杨开慧和孙嫂都意识到要
发生什么事了。孙嫂用身体

堵住牢门，大声地喊着：“不要
带走她，要杀就杀我，让她回
去带孩子！”可是凶残的敌人
哪听她的……

就是这一天，杨开慧被枪
杀在长沙识字岭，年仅29岁。

杨开慧牺牲后的一个月，
经党组织和亲友的多方营救，
全身是伤的孙嫂和毛岸英终
于被释放出狱。为防止敌人
对孙嫂的迫害，杨开慧的母亲
向老夫人只好叫孙嫂离开板
仓回到老家。

在宁乡，老家的人问孙
嫂：“这4年你在哪里，和谁在
一起？”孙嫂摇摇头，什么也不
说。她不想说，一说心里就
痛。然而，她心里却时时想着
杨开慧在监狱中对她说过的
话：“革命一定会成功，这一天
不会很久。”

毛泽东和孙嫂见面，是在
1957年的6月。

长沙板仓一别，已经 30
年了，故人相见，毛泽东感慨
万千。说起往事，愈发激起了
他 对 亡 妻 杨 开 慧 的 无 限 怀
念。毛泽东对孙嫂说：“你和
开慧同甘共苦，我今天看到你
就像看到了开慧一样。你以
后就是我的家人了。”

解放后，孙嫂一家住进
了长沙城，过着幸福安稳的
生活。1982年，孙嫂病逝。
临终前，她对女儿孙燕说：

“我要走了，去看开慧和毛
泽东了……”①2

据人民网

同甘共苦

保姆孙嫂：与杨开慧同甘共苦

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里，静静躺着一只皮箱。它是
目前唯一保存下来的、毛泽东
与杨开慧共同使用过的遗物。

1920年，这只皮箱收藏了
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整个冬天。

那年，杨开慧提着这只皮
箱，装上一些简单的衣服和首
饰，来到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师
宿舍，与时任一师教员的毛泽
东正式开始了婚姻生活。

在韶山毛氏宗祠展出的
族谱里，有一个不起眼的名
字——罗氏。这位 18岁的姑
娘正是韶山冲农民毛顺生给
他 14岁的儿子毛泽东娶回来
的媳妇，就像毛顺生的父亲当
年给他安排的婚事一样。然
而年轻的毛泽东拒绝继续接
受这样的安排。

不同于与罗氏的“婚姻”，
毛泽东与杨开慧相识、相爱从
一开始就摆脱了传统婚姻的烙
印。杨开慧号霞，字云锦，是北
大教授杨昌济的女儿，人们常
常称她为“霞姑”。一个是月薪
8元的“北漂”图书馆管理员，一
个是北大名教授的女儿，两人
条件悬殊。然而志趣的相投、

人格的吸引，让两人相互产生
了爱慕。毛泽东是杨开慧信中
的“润”，而杨开慧则是毛泽东笔
下的“霞”。“自从听到他许多事，
看到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
了他。一直到他有许多信给
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
信我有这样的幸运。”杨开慧在
日记里这样记叙她对毛泽东的
情愫。

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婚礼
简单朴素，“不坐花轿不拜堂，
不戴凤冠不披纱”，只有一桌

值六块银圆的饭菜用来招待
好友。这两位“激进青年”就
是以这样的方式，将自己的社
会主张落实到了个人的人生
抉择中。

在短短数年中，从长沙到
上海，从广州到武汉，这只旧
皮箱跟随杨开慧，陪同丈夫天
南海北。箱中，不见了“女为
悦己者容”的首饰，取而代之
的是革命的文件与手稿，是红
色恋人的理想与事业。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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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皮箱见证红色爱情

孙嫂一开始就为毛泽
东、杨开慧的心地善良、待人
诚恳、和蔼可亲感动着。

1926年冬天，杨开慧又
身怀六甲，即将生第三个孩
子，需要有人照顾。于是，孙
嫂经人介绍来到了杨开慧身
边。

孙嫂叫陈玉英，是湖南
宁乡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女
儿，从小给人做童养媳，10
岁就外出帮工。来到杨开慧
身边的那年，她快 30岁了。
因为夫家姓孙，所以人们都
称呼她孙嫂。

才来到毛泽东、杨开慧
的家里，杨开慧就亲切地对
孙嫂说：我们以后就是一家
人了！你不要当我是你的主
人，彼此不要分上下，我们做
一场朋友！

“我遇上了好人。”孙嫂
以后很久都这样跟人说。原
来她也给人做了 10多年保
姆，以前无论上哪家，雇主眼
中保姆就是保姆，是下等
人。杨开慧的一席话，让孙
嫂心里无比温暖。

后来，杨开慧对孙嫂说：
“你知道我和润之为什么一
眼就看中你。你一双大脚、
一头短发，一看就是穷苦出
身。”孙嫂说：“家里穷，要下
地干活，想裹脚也裹不了，头
发长更不方便。”杨开慧顺势
开导：“裹脚盘发留辫子，那
是封建社会束缚和压迫妇女
的东西，一定要破除。大脚、
短发，这样的女人多精神
啊！”

那时候，毛泽东经常下
乡考察，还在农民运动讲习
所讲课。他们的家还是聚会
场所，彭湃、蔡和森、夏明翰
等人，都是常来常往的朋
友。他们开会的时候，孙嫂
总是在门外的一张小竹椅上
坐着，每隔一会儿便进屋去
为他们端茶添水。他们留下
吃饭，孙嫂做饭洗碗任劳任

怨。她相信，毛泽东、杨开慧
和朋友们在一起商量的一定
是好事。

到了深夜，毛泽东会拿
点铜板给她，让她出去买点
包子之类的做夜宵。而这时
候，杨开慧一定会说：“孙嫂
你也饿了，别忘了给自己买
一份。”

孙嫂跟随杨开慧初到武
昌，毛泽东担心她没文化出
去办事找不到回家的路，讲
一口宁乡方言人家听不懂，
就给她做了一块写有“武昌
都府堤四十一号陈玉英”的
白布条，交代她说：“发个布
条给你，上街时放在口袋
里。如果走错路，不知道回
家了，拿出来问过路人，人家
就会告诉你怎么走。”

有一天，孙嫂不小心打
破了一个热水瓶，着急得要
哭了。杨开慧说：“孙嫂，旧
的不去，新的不来。打烂了
也好，这个水瓶已经用了好
多年，我正想买个新的来
用。”其实孙嫂心里非常清
楚，热水瓶打碎了，杨开慧也
很心疼，只是为了安慰自己，
杨开慧才故意这么说的。

平日，杨开慧总是把孙
嫂当成自己的朋友。孙嫂刚
到毛泽东、杨开慧家时，每次
买菜回家，都要向杨开慧报
账，白菜多少钱、萝卜多少
钱，算得清清楚楚。杨开慧
说：“孙嫂，不用一笔一笔算
了，你说多少就是多少。”

这也印证了杨开慧手稿
中的一句话：“我同情下层生
活的同胞，我忌恨那些穿华
服、只顾自己快活的人……”

一个没文化的乡下人，被
毛泽东、杨开慧视为朋友，这
样的平等关系让孙嫂深受感
动。这个没有文化的乡下保
姆，在后来血雨腥风的紧要关
头，心甘情愿地陪着雇主一道
赴汤蹈火，坚强不屈地承受生
与死的考验。

遇上好人

毛泽东和杨开慧

杨开慧


